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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政府為達成「2025非核家
園」目標，正全力打造離岸風電產

業，看準國內缺電問題遲遲無法解

決，加上設立民營電廠門檻高，台

北市商業會王應傑理事長運用自身

充沛人脈，攜手幸福水泥董事長陳

兩傳、良茂建設董事長陳春桐、台

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理事長黃

文雄等十大股東，於今年 5月 8日
正式成立中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由王應傑出任中佳董事長一職。

中佳額定資本額為 1 億元，
2018～ 2020年第一階段為籌備業
務期間，十大股東先各出資 1千
萬元，目前實收資本額為 1億元，
中佳將興建總發電量 50萬千瓦天
然氣發電廠，預計總投資金額高達

120億元，其中 3成資金來自十大
股東，換算每人投資金額3.6億元。
中佳目前選定台中港區石化產業

專區約 11.5公頃土地作為規畫建廠
用地，並希望簽訂至少 25年長租
約。王應傑表示，電廠位在石化專

區有前例可循，國光電廠即在桃園

煉油廠區內，且該電廠土地為「煉

油廠專用」，此外，國內 7家民營
天然氣電廠過去 20年來，從未發
生任何工安意外，中佳電廠將採用

最新機組，絕對有信心做好電廠工

安工作。

據悉，中佳第一階段籌備業務期

間，必須取得包括台灣港務公司提

供電廠土地使用同意書、中油供

氣同意書、台電發電設施及電源線

引接同意書、環評核准及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函，若能順利通過五大難

關，中佳才可以進入第二階段建廠

工作。

王應傑表示，電廠商轉前必須依

法跟台電簽訂購售電合約，投資

120億元估計要 15年才能回收，
站在商業立場並不是一門好生意，

但配合政府非核家園政策，結合各

行業菁英，協助政府解決缺電、空

汙問題，期望政府能成立單一窗

口，積極協助以一條龍方式辦理。

（轉載自 2018/06/11《工商時報》）

能源轉型　王應傑理事長：天然氣電廠還給台灣青山綠水 

本會第 17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6月 5日下
午假天成大飯店 2樓國際廳召開，會中通過了「107
年 2月至 4月份經費收支報告」、「2018美國東岸國

際商務考察活動」及「強化對本會旗下 139個公會之實質交流
互動」等案予以討論。同時亦通過成立了「台北市商業界支持

丁守中競選台北市長後援會」。

會議結束後，本會與新北市商業會的理監事聯誼餐敘，由王

應傑理事長與新北市商業會賴瑞昌理事長代表兩會互換紀念

品，兩會理監事進行熱絡的交流聯誼，並期許爾後加強聯繫，

為商業界發展共同努力。

理事長的話

本期
焦點

■ 第 17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議
■ 理事長的話：能源轉型

■ 107年度優良廠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
■ 組織倫理與發展委員會議
■ 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議
■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委員會議

■ 福州市經貿交流團蒞會參訪
■ 濟南市生技產業交流團蒞會訪問
■ 廈門市總商會高爾夫球俱樂部蒞
會交流

■ 海貿會蒞會拜訪

■ 山西臨汾 2018首屆堯都文化旅
遊節經貿交流行記

■ 義烏台協歡送義烏森博會參訪團

■ 拜訪前駐印大使翁文祺
■ 南非自由日國慶酒會
■ 阿根廷商會蒞會交流
■ 2018印度經貿考察參訪

■ 公會園地

■ 2018華人公益節暨公益金傳獎頒獎典禮
■ 王應傑理事長慶生 各界齊聚祝壽
■ 資深媒體人黃寶慧新書發表會
■ 端午敬軍
■ 展覽報導（98糖酒會、上海高端食品飲料展）
■ 第二屆臺澳商業論壇
■ 福建省林產品進出口基地商會拜訪本會
■ 北京人大訪問團蒞會交流

▲		丁守中博士（右四）、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黃呂錦茹主任（左四）蒞臨理監事聯席會議與理監事
們合影。 ▲	 本會與新北市商業會兩會聯誼時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4月 19日響應台北市長柯文哲推動智慧城市
政策，台北市商業會「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舉辦「智

慧支付數位化」論壇，

由王令麟主任委員主

持，吸引近 200位企業代表到場參加。而柯文
哲市長除二度親自出席委員會活動，且全程參

與，展現台北市落實智慧城市施政的決心。產

官學界在會中分別從交通、零售等不同領域發

表智慧支付的運用與未來，共同朝向打造無現

金智慧城市在台北而努力。

第17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智慧城市新商業委員會議

拜訪前駐印大使翁文祺

南非自由日國慶酒會

阿根廷商會蒞會交流

2018印度經貿考察參訪

公會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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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議
3月 13日及

3月 27日本會
國際商務關係

委員會上午召

開委員會議，

由章金元主任

委員主持，王

應傑理事長蒞

臨指導，討論

今年度海外參

訪考察行程。

組織倫理與發展委員會會議
5月 23日本會組織倫理與發展委員會召開 107年第 1次會議，由主任委

員許俊榮副理事長主持，王應傑理事長、呂三郎監事會召集人、吳發添副

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及莊國海常務理事列席指導，出席委員針對增進與

各公會之良好互動建立共識；會議中通過增聘梁明聖監事擔任副主任委員。

5月 5日於宜蘭金車威士忌酒廠大樓前合影留念。 5月 5日於宜蘭窯烤山寨村門口合影留念。

5月 4日夜宿由本會王孝典常務監事經營之礁溪中天大酒店，王應傑理
事長及所有會員與當日蒞臨貴賓合影於酒店大廳弧形樓梯前。

5 月 4 日
特別邀請礁

溪鄉林錫忠

鄉長蒞臨聯

誼，林鄉長

致贈紀念品

予王應傑理

事長。

王應傑理

事長代表本

會致贈紀念

品予宜蘭縣

商業會陳正

勳理事長。

王應傑理事長伉儷與蘇進來主委、陳四郎秘書長等攝於福山植物園

入口。

107年度優良廠商觀摩暨會員聯誼活動

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委員會議
3月 23日本會商業法規研究委員會召開 107年度第 1次委員會議，
由涂國安主任委員主持，出席委員針對《勞基法》一例一休、產學

合作廠商資格以及政府採購法等議題交換意見。

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蒞會拜訪
3月 23日中華

民國購物中心協

會蔡明璋理事長

（大魯閣開發董

事長）拜訪本會

王應傑理事長，

蔡理事長希望未

來兩會能夠有合

作機會，共創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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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媒體人黃寶慧新書發表會

4月 16日資深媒體人暨《ETtoday東森新聞雲》執行董事黃寶慧女士
舉行《我和總統面對面：黃寶慧與世界領袖的十次對話》新書發表會，

冠蓋雲集，吳敦義前副總統、王金平前立法院長、唐飛前行政院長、城

仲模前司法院副院長以及多位民意代表與商界人士到場祝賀。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蘇進來常務

理事、涂國安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鄭正亮理事、張美麗理事、

易文沐理事以及楊逸訓理事等人出席致賀。

端午敬軍
6月 13日晚間台北市

各界敬軍活動，本會陳四

郎秘書長、胡秋容專員與

台北市政府陳景駿副市長

（右二）、軍人之友社台

北市服務站站長吳榮軒少

將（左二）合影。

王應傑理事長慶生  各界齊聚祝壽
6月 20日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慶
祝 76歲暖壽，前總統馬英九先
生、中國國民黨吳敦義主席、前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先生與多位政

商大老及本會理監事出席祝賀。

王應傑在致詞時表示，創業以來

感謝許多貴人相助，他熱愛台灣

這塊土地，更愛台灣百姓，並呼

籲在座貴賓，一同創造更

好的就業環境，繼續為台

灣百姓帶來福祉；對於生

日願望，他則表示，祈望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2018華人公益節暨公益金傳獎頒獎典禮
造多元的價值。

王應傑理事長表示大部分台灣人對社會責任的

概念，相信皆停留在企業做公益是指捐款或造橋

鋪路等傳統社會公益的印象。其實企業從事公益

活動當然也包含企業營運上的環保維護、企業文

化、消費者保護、公平貿易、員工照顧、產品責

任、協助在地發展等要素。並殷切呼籲工商企業

要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

首先要提升責任意識，帶

有使命感去幫助別人，來

實現某種社會價值，也就

是要有奉獻精神，來共同

建構富而有仁的社會氛

圍。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吳欣珮副局長代表柯文哲

市長出席致詞時表示，台

北市政府非常重視企業參

與社會公益與創新，自

2015年以來持續提供相關
輔案資源，希望企業除了

由中華工商經貿科技發展協會、台北市商業

會、台灣中華儒學會、大馬企業商協會共同主辦

的「2018華人公益節暨公益金傳獎頒獎典禮」
於 6月 27下午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二樓卓越堂
隆重舉行。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及協會秦慧珠名譽

理事長代表主辦單位相繼致詞時都一再指出舉辦

之目的，在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期盼為社會創

獲利之外，亦能把社會關懷責任視作公司的核心

價值。

活動過程中同時以「企業發展與社會責任」作

為論壇主軸，各位與談的企業家不約而同地指出

「經營慈善事業，從事公益活動，不單只靠熱

心，更需要企業經營的理念融入其中，讓公益慈

善的資源作更有效的發揮。」。

頒獎典禮則由馬英九前總統蒞臨頒發 2018華
人公益金傳獎予得獎者；秦慧珠名譽理事長及丁

守中博士則授證給公益大使得主；本會王應傑理

事長代表共同主辦單位頒發感謝狀給 15個長期
以來為弱勢族群實際付出卓越貢獻的社福團體。

產發局、中小企業處共同 
舉辦信保薪傳講座
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合辦、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執行之關懷中小企業之「薪傳講座」於 107年
6月 7日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國際會議廳舉
辦，台北市商業會由良茂建設陳副總經理惠英代表出席。

▲

		台北市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江宏志（左起）、台灣中小企銀內湖分行經理孫臺、
台北市商業會代表陳惠英、信保基金副總經理洪素珍、台北市政府產發局科技產
業服務中心執行長林宣政、鴻碩精密電工董事長張利榮、源碩精密電工總經理魯
憶萱，在會場合影。

本會贊助 
高爾夫球隊

6月 17日本會高爾夫
球隊循例每半年舉辦擴大

聯誼餐會，許俊榮副理事

長代表本會頒發 10萬元
贊助款，由球隊易文沐總

幹事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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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經貿交流團蒞會參訪
4月 25日福州市經貿交流團由杭東副市長（前排右三）率領

台辦鄧達木主任（前排右二）一行 11人至本會拜訪王應傑理事
長。本會章金元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陳四郎秘書長、

鄭正亮理事、藍麗珠監事、醫療器材公會陳堯濱名譽理事長共

同接待。杭副市長表示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暨第 20
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特地前來邀請本會 5月 18日能組團到
福州共襄盛舉。

濟南市生技產業交流團蒞會訪問
4月 24日濟南市台辦生技產業交流團由李玉副主任（左七）率領至本會

拜訪。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梁明聖監事、

化粧品公會蔡耀億理事長、高國城監事、陳永昌副祕書長及徐維宏組長共

同接待。李玉副主任懇邀本會組團前往濟南參加「兩岸生命科學合作洽談

會」尤其在大健康產業方面的生物醫藥、醫療器材、化粧品、保健品及藥

品行銷，為本次洽談的重要主軸。

山西臨汾堯都文化旅遊推介會
5月 8日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文化旅遊推介會在遠東飯店 B1大都會廳舉開，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許俊榮副理事長、莊國海常務理事、趙維

君理事、易文沐理事、藍麗珠監事、張金平監事、徐維宏組長等應邀出席。

2018海南．臺灣經貿合作交流活動
5月 23日海南省商務廳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為推動

瓊台經貿合作交流，深化兩地經貿往來，於下午假台北圓山大飯店

VF敦化廳舉辦「2018海南．臺灣經貿合作交流活動」，本會王應傑
理事長、吳發添副理事長、陳四郎秘書長、莊國海常務理事、鄭正

亮理事、何苗義理事、梁明聖監事、徐維宏組長暨景觀工程呂嘉和

理事長、醫療器材陳堯濱榮譽理事長及何黃忠理事長等應邀出席與

會，共商合作，共創雙贏。

廈門市總商會高爾夫球俱樂部
蒞會交流

6月 1日廈門市總商會高爾夫球俱樂部由廈門總商會范清華副主席率領柯希傑（副
會長）、高瑞華（廈門台協副會長）率團蒞會交流。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陳四郎秘

書長、蘇進來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溫辰雄常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易

文沐理事（高球隊總幹事）、鄭正亮理事、梁明聖監事及徐維宏組長共同接待。雙方

交談甚歡，並互許爾後兩會球隊間常球敘聯誼。

海貿會蒞會拜訪
6月 6日大陸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海貿會）日前順
利換屆改選，由原商務部臺港澳司副司長曹鳳威接任副會

長兼秘書長，目前率團在台訪問，6日下午在海貿會台北
辦事處羅宏主任陪同下拜訪本會，由王應傑理事長率同本

會理監事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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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日整理行囊賦歸途中，行經霍州署，霍州署相傳曾為隋朝中
郎將宋老生的幕府，又為唐尉遲恭的帥府行轅。其作為州治衙署，至

今已歷時 1300多年了。是中國已知唯一一座保存較完整的古代州級署
衙。霍州台辦主任張文林的全程導覽參觀，令人窩心。

五天的堯都文化旅遊節經貿交流行一晃即過，在交流參訪的這幾天

裡，特別感謝堯都區崔艷紅台辦主任的精心規劃，以及與臨汾市台灣

事務辦公室龐紅平副主任、侯鵑科員及海峽兩岸交流中心孫成棟住任

等人的隨行接待，不僅讓大夥一行對於臨汾堯都有深切的體認，更令

大家有個美好的堯都回憶。

（霍州署）

山西臨汾 2018 首屆堯都文化旅遊節經貿交流行記
在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熱誠的邀約下，由吳發添副理事長（兩岸經貿事務委員會主

委）所帶領之「山西臨汾 2018首屆堯都文化旅遊節經貿交流團」一行，於 6月 9日一
早途經澳門蹍轉前往山西太原，而主辦方熱情的接待並不因我們抵達臨汾市堯都區已

近午夜時分有所怠慢。此著實令與會團員們心裡倍感溫馨。

6月 10日一早驅車前往參加位於堯都廣場舉辦之「首屆堯文化旅遊節開幕式」。

6月 12日在「華商論見 投資臨汾」百名商界精英攜手堯都的招商推
介活動中，對於堯都厚重的人文資源、便捷的交通區位、豐富的礦產資

源、獨特的自然資源及良好的社會資源上均有深入的了解。且對於其在

農業及農產品加工、食品醫療、文化旅遊、大數據、大健康以及電子商

務等產業發展上迫切需要有所認知。

在堯都區台辦主任崔艷紅的引領下，走訪私藏祕境「虎豹山莊」，實地

體驗下難得之當地農莊生活。而莊主夫婦熱情的接待，冬暖夏涼的窯洞，

難得的農家宴，窖藏多年的老酒，更令大家對於此行回味無窮。

6月 11日上午出席祭拜堯帝大典，吳發添副理事長代表本會主祭。下
午前往洪洞縣進行尋根之旅。洪洞縣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並有“華人老家＂之稱。而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現亦為後裔們虔誠

祭拜祖先的精神家園。

（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

（臨汾市工業經濟聯合會互換紀念品）

當晚，臨汾市工業經濟聯合會洪成才會長（前臨汾市市長）及洪洞

縣各級領導於重八席大酒店設宴，在洪會長熱情的接待下，交流團一

行並與洪洞縣各級領導互動熱絡，席間，吳發添副理事長與洪會長代

表兩會互換紀念品，會後並全體合影留念。

下午至中國三大瀑布之一的「壺口瀑布」攬景，壺口

瀑布是黃河中游流經晉陝大峽谷時形成的一個天然瀑布。

義烏台協歡送義烏森博會訪問團
6月 14日浙江義烏台商協會假大三元餐廳舉辦歡送義烏森博會訪問
團，本會陳四郎秘書長、蘇進來常務理事、莊國海常務理事、許弘明常

務理事、王孝典常務監事及易文沐理事應邀出席交流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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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与町商工會青年部蒞會拜訪
6月 8日日本長崎縣長与町商工會青年部訪問團一行 14人拜訪本會，由本

會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委偕同陳堯濱副主委等人代表接待。

訪問團由長与町商工會青年部尾崎光輝部長擔任團長，團員一律為 45歲
以下新生代經營主或二代接班人，涵蓋電器量販、建築建材、印刷以及餐飲

等各行業，此次來台進行三天兩夜研修旅行，希望增加彼此認識，共同促進

商機。章金元主委除詳細介紹本會組織與演進歷史，也希望地緣相近的台日

兩地商可以進一步加強年輕世代交流互動。

參與共同接待的還有本會陳永昌副秘書長、凌健星副理事長（室內設計裝

修公會）、蕭志恒理事（室內設計裝修公會）、沈家杰理事（印刷公會）以及廖

家輝特助（電器公會）等相關行業公會代表。

本會經貿考察訪問團於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處合影。 本會經貿考察訪問團於琥珀堡合影。本會經貿考察訪問團於泰姬瑪哈陵皇家大門前合影。

2018 印度經貿考察參訪
5月 27日本會 2018印度經貿考察訪問團，
在理事長王應傑與常務理事兼國際商務關係委

員會主任委員章金元共同帶領下，5月 27日至
6月 3日前往德里、阿格拉與捷布等北印度大
城參訪，拜訪我國駐印度代表處，聽取田中光

大使就兩國關係發展與經貿互動進行簡報，並

到訪泰姬瑪哈陵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

遺產知名景點。 

田中光大使指出，印度是世界第六大經濟

體，過去三年經濟成長平均都在7.5%以上，加
上13億人口中有1/3以上人口低於35歲，平均
年齡只有28歲上下，人口紅利十分驚人，已經
成為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新引擎；他並特別介

紹印度總理莫迪上台後多項經貿政策，鼓勵外

資，莫迪的「東進」政策與台灣現階段新南向

政策相輔相成。王應傑理事長則以中國大陸為

例，40年前去大陸投資的台商都賺了錢，印度
現在就如同當年的大陸，台商可把40年前幫助

大陸改革開放與經濟起飛的經驗移植到印度，

雙方可互利雙贏。

此行安排參訪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泰姬

瑪哈陵以及阿格拉紅堡、粉紅城市捷布，體驗

多元宗教與文化的印度多彩多姿風貌。

拜訪前駐印大使翁文祺
3月 27日為籌備印度考察團事宜，本會王應傑理事
長偕同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任委員以及陳永

昌副秘書長，拜訪永豐金控翁文祺董事長（2008~2012
年馬英九政府時代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處大使），翁

董事長傾囊相授印度政經發展最新情況。

拜訪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3月 27日本會王應傑理事長與章金元常
務理事暨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梁潔芝主任餐敘聯

誼，針對台澳兩地觀光旅遊交流等議題深

入交換意見。

南非自由日國慶酒會
4月 26日本會國際商務關係委員會

章金元主委週四晚間出席南非自由日國

慶酒會，恭賀新任駐台代表麥哲培大使

（Mr. Robert Matsebe）。

阿根廷商會蒞會交流
4月 3日阿根廷科爾多瓦省瑪麗亞市商業會外交關係主任 Roberto 

Salomón先生（左二）該會主席 Estella Lanzone女士（右四）及世界
社會發展基金會主席 Raúl Carrizo先生（左三）至本會拜訪。國際
商務關係委員會章金元主任委員、王孝典及唐嘉蔚（右三）兩位副

主任委員以及本會陳四郎秘書長共同代表接見。Roberto Salomón先
生及 Raúl Carrizo主席則分別就瑪麗亞市商業會和產業特性作了簡
介，並表示素來對台灣具有好感，也強調對MIT產品的信賴度高過
大陸製的，期盼能與本會建立合作平台，共同增進兩地企業間之交

流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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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台北市銀行公會召開第
18屆第 1次會員大會並改選理監事，
由王榮周理事長高票連任成功，本

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4月 20日台北市醫療器材公會召
開第 15屆第 1次會員大會，何黃忠
先生高票當選新任理事長，本會王

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

4月 28日台北市印刷公會召開第 18屆第 2次會員大會。 

4月 22日台北市禮儀用品公會召
開第 19屆第 1次會員大會，本會
陳四郎秘書長代表出席並頒贈賀軸

予新任楊碧蓮理事長。

5月 2日本會黃文雄理事榮任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
公會第 11屆理事長。

4月 29日台北市成衣公會召開第 17屆第 3次
會員大會暨登山健行活動。

5月 11日台北市植物保護公會召
開第 10屆第 1次會員大會，由鄧啟
銘先生當選新任理事長，本會鄭正

亮理事（園藝花卉公會理事長）代

表出席祝賀並頒贈感謝狀。

5月 19日台北市木材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由林俊夫先生當選新任理

事長，本會許俊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祝賀。

5月 11日台北市旅行公
會召開第 18屆第 1次會員
代表大會並改選理監事，由

吳志健理事長連任本會許俊

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祝賀。

5月 18日本會郭明欽理事榮
任台北市五金公會第 18屆理事
長，舉行交接就職典禮，本會

王應傑理事長應邀擔任監交人。

5月 25日台北市儀器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許
俊榮副理事長代表出席祝賀。

5月 3日台北市西餐公會召開第 11
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

5月 26日台北市刻印公會召開第 18
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慶祝成立 70週年
慶，由曾勝治理事長連任。

5 月 31 日台北
市廚具公會召開

第 15屆第 2次會
員代表大會，本

會陳春銅副理事

長代表出席祝賀。

5月 15日台北市停車場公會召
開第 19屆第 3次會員大會，本會
張美麗理事同時出席與會。

6月 1日台北市廣告工程公會召開第 15屆
第 1次會員大會暨資
材展示，由施惠瓊女

士當選新任理事長，

本會蘇進來常務理事

代表出席祝賀，並致

贈感謝狀給卸任理事

長林慶同先生表彰對

其任內的貢獻。

5月 22日台北市米穀公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會員代
表大會，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祝賀並頒贈感謝狀

予卸任梁朝凱理事長。

本會王應傑理事長應邀出席台北市米穀公會會員代表大會。

6月3日「『總統與百工百業商業團體領袖』座
談會」本次，中華民國汽車全聯會莊國海理事長於

與總統會談時，

特當面向總統呈

交「『貨物稅條

例』第12-5條」
對於會員生計影

響甚鉅，應修改

法規條文之陳情

案，總統當場請

莊國海理事長詳

細說明。

會中，總統極

為重視本會此項

提案，並當場指

示「總統府」卓

副秘書長榮泰跟

催此陳情案。

6月 9日（農曆 4月 26日）是神農大帝（即俗稱的五谷先帝）聖誕，台
北市米穀、中藥、雜糧三個商業同業公會在保安宮舉行聯合祭典，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台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米穀公會全國聯合會及省聯合

會、雜糧省聯合會皆派員代表出席，本會應

邀由溫辰雄常務理事代表主祭。




